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从提出建议到“东方红一号”卫星方案的提出，从卫星

本体的设计、研制、试验到初样的成功，以及空间环境的探索和地面遥控系统的

建立等等，都是中国科学院为主完成的。 

随着１９６８年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成立，第一颗卫星的最终设计、研制

和发射，改由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等部门共同组织实施。中国科学院在我国第一颗

人造卫星方面做了奠基性、开创性的工作。 

在纪念中国航天事业创建 50 周年之际，原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受国

防科工委约请，对此做了详细回忆。 

 

我国第一颗卫星模型，在中国科学院诞生  

 

１９５７年１０月４日，苏联把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天，我们党中

央对此很重视，分管科学技术的聂荣臻副总理（以下简称聂总）向我交代，要科

学院密切注意有关情况。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地球物

理所所长赵九章等建议开展中国的卫星研究工作。院党组研究认为：这是关乎国

防和人民和平安宁的头等大事，为此，抓紧做了两项工作：  

 

  一是，拿出了我国第一个卫星规划。应前苏联科学院要求，从１９５７年１

０月起，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地球物理国家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对苏联

卫星观测，并成立了人造卫星光学观测组和射电观测组。先在北京、南京、上海、

昆明等地设立观测站，１９５８年发展到１２处。按照吴有训副院长的要求，筹

备电子所的陈芳允等几位科技人员自选课题，做了一个无线电信号接受装置，不

但能够接收到卫星向地面发射的无线电信号及频率变化，并能计算出它的轨道，

从而推测出它里面可能有些什么内容。我多次召集有关科学家座谈。科学家们认

为卫星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工作，从“任务带学科”考虑，可以带动诸多新兴技

术的发展。卫星可以民用，亦可以军用。利用科学院已有的基础加速研究，再加

上国防部五院等兄弟部门的力量，用几年时间，我国也能卫星上天。他们还建议

科学院应把卫星列为重点任务来抓。因此，科学院党组把卫星研制列为中国科学

院１９５８年第一项重大任务，为了保密代号叫５８１任务。  



 

 

 

  １９５８年５月１７日，毛泽东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我们也要搞

人造卫星。”聂总责成我和国防部五院（以下简称五院）王诤等组织有关专家拟

定卫星规划。６月，科学院召开大跃进动员大会，科学家们积极主张研制人造卫

星。７月，中国科学院向聂总报告，我国卫星规划分三步走：第一步发射探空火

箭，第二步发射小卫星，第三步发射大卫星。任务的分工是：火箭以五院为主，

探空头和卫星及观测工作以科学院为主，相互配合。要求苦战三年，实现我国第

一颗卫星上天。  

 

  二是，做出了我国第一个卫星模型。为实现规划任务，中国科学院成立了５

８１组，专门研究卫星问题。５８１组组长是钱学森，副组长是赵九章、卫一清，

成员有杨刚毅、武汝扬、顾德欢、华寿俊等。另设技术小组，由钱学森和赵九章

主持。经常参加５８１组会议的有陆元九、杨嘉墀、陈芳允、吕保维、马大猷、

孙湘、孙健、王正、吴几康、施履吉等。当时这项工作抓得十分紧，７、８、９

三个月，５８１组每周开２到３次会，我和裴丽生、杜润生、王诤、王士光、罗

沛霖、钱文极、蔡翘等多次出席他们的会议。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三个设计院：第一设计院负责卫星总体设计和

火箭研制，为便于与上海市合作，１１月迁上海，改名为上海机电设计院；第二

设计院负责研制控制系统，分三个研究室，业务方向分别是姿态控制系统仿真，

遥控遥测和运动物体控制；第三设计院负责探空仪器研制与空间环境的研究，赵

九章、钱骥担任科技领导。  

 

  ５８１组夜以继日，奋力拼搏，紧张工作两个多月，通过与院内外３１个单

位通力协作，完成了运载火箭结构的初步设计和搞出了载有多种高空环境探测仪

器及动物舱的两种探空火箭头部模型，为自力更生发展我国空间事业迈出了可喜

的第一步。在１９５８年１０月中国科学院跃进成果展览会保密馆，展出了卫星

和火箭的设计图和模型，包括载有科学探测仪器和小狗的两个探空火箭头部模型。

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等都来参观，影响很大。  



 

 

 

大力聚集和培养人才，积极争取外援  

 

  卫星技术是尖端技术之一。如果掌握了它，可以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实现新的

跨越。然而，要把卫星做出来，也很不容易。我觉得院党组应该做的：一是大力

聚集和培养人才，二是积极争取外援。党组同意这个意见，形成共识。  

 

  人才问题，一方面是增加科技人员，另一方面是配备实验室和工厂技术工人。

技术工人的来源，我们请解放军总政治部帮助科学院调配８０００名年轻的复员

技术兵；请铁道部吕正操部长支援我们一批老工人，１９５９年分配到有关所和

工厂。后来遇到经济困难时期，根据中央政策，复员兵大部分被精简还乡。因承

担国防必保生产任务，经特批，才把一批业经培训，掌握了试制、生产技术的复

员技术兵保留下来。科技人员设计的仪器、设备都需要工人师傅做出来，他们不

分昼夜、不计报酬，克服困难，按时完成任务。我夸他们是金手艺，他们非常高

兴。  

 

  科技人员当时只靠国家分配大学生远远不够。１９５８年初院党组就研究采

取“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办一以新兴学科为主的大学——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５月上报，６月批准，８月招生。校舍还没有着落，火烧眉睫。我让谷

羽同志找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请求支持。杨尚昆同志将中央管辖的北京

玉泉路一处军产批给科技大学作校址。我与郭沫若院长去看那个地方，一位少将

已经迎候在大门口。他没有等我们开口，就说：“我已经明白了来意，我们立即

行动，很快腾空。”学生宿舍不够，李富春副总理批给几万平米的教学楼和宿舍，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得以按时开学。我看到一个个稚嫩的面孔，背着被褥，或担着

担子从北京火车站，步行到玉泉路报到的情景，心里无比的高兴。中国科学院科

学技术大学开设了一系列有关空间技术的课程，包括钱学森讲《星际航行概论》，

赵九章讲《高空大气物理学》，陆元九讲《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等，后来这些

学生成了我国航天科技的骨干。  

 



 

 

  积极争取外援，主要还是前苏联的援助。１９５８年１０月中旬，中国科学

院组织了大气物理代表团去苏联考察，团长是赵九章，成员有卫一清、钱骥、潘

厚任等。记得是一个星期日我到地球物理所，为了抢时间，我对赵所长说：“说

走就走，今天是星期日，后天就走。”在苏联期间，他们参观了一些科研单位，

看到一些高空探测仪器及科技展览馆展出的卫星模型，考察了一些天文、电离层、

地面观测站等。１９５９年初代表团回国，在总结中认为，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我

国尚未具备条件，应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先从火箭探空搞起。他们的这一建议

正符合当时中央关于卫星工作的指示精神。  

 

中央政治局拨巨款，支持科学院搞卫星  

 

  １９５８年，前苏联和美国相继发射人造地球卫星之后，我们科学院的科学

家郑重建议中国搞人造地球卫星研制工作。１９５８年７月、９月，我先后两次

向聂总并中央报告科学家们的建议，并提出有关科学院配合国防尖端研究工作情

况以及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报告。  

 

  特别是１９５８年１１月，我作为候补中央委员在参加武昌八届六中全会期

间，向中央书记处汇报科学家们对研制人造卫星的意见和计划，得到会议的赞同，

中央政治局研究并决定拨２亿专款支持科学院搞卫星。在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

国家在各个方面用钱的地方很多，能够拿出如此巨款，谁都能够掂得出它那沉甸

甸的分量。  

 

  这些钱怎样用，如何花到点子上？科学院党组经过认真征询科学家们的意见，

慎重地研究确定：专款重点用来建设迫切需要的高能燃料、火箭发动机和上海机

电设计院运载火箭两个研究设计试验基地，以及水声工作站，风洞，５８１实验

室，１０９厂，上海、大连、长春高能燃料研究室和电子、自动化、高温金属、

光学等４个配套工厂。我特请院新技术办公室主任（后改为新技术局）谷羽协调

财政部文教司，经过李先念副总理批示，中央专款当年年底到位。  

 



 

 

  考虑到火箭推力对卫星发展的制约，钱学森主张科学院先行一步，研究高能

燃料。１９５８年科学院召开了高能燃料会议，组织北京、上海、大连、长春四

大化学所，戏称“四大家族”的精兵强将，开展液体、固体高能燃料的研制，并

探索固液型、游离基及重氢燃料。有了专款，从１９５９年起，北京火箭发动机

试车基地、力学所的风洞、上海机电设计院的火箭、北京５８１厂的遥控仪器、

１０９厂的半导体元件研究设施，先后都建立起来了。  

 

  此时，我向聂总建议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即在五院利用前苏联资料和一

般燃料研究火箭的同时，科学院发挥综合研究优势，完全靠自己探索创新，从高

能燃料入手开发研制火箭，作为五院的补充，得到了聂总的赞同。  

 

  力学所二部由林鸿逊主持，在北京山区建成的两个同量级的液氧、液氢火箭

发动机（星际航行运载动力）试车台上，对各化学所研制成功的若干种液体、固

体燃料进行台架试验，据记录总共做了１００多次发动机台架试验，取得了成功。

经仪器测试记录的科学数据提供给设计单位。按国防科委要求，全部试验资料和

数据转交给七机部，高能燃料有工业部门投产供应。  

 

国家三年经济困难，卫星发射计划延期  

 

  卫星要上天，需要做很多工作。其中很难的一件事，就是研制所有装在卫星

上面的仪器，要在地面上建一个平台，模拟高空真空环境，仪器在这个地方运转

先试验好；送生物上天，也要在北京建立高空模拟实验设备，就是卫星上天以后

仪器怎样运转，在地面真空的条件下，所有的仪器、生物等等，都要先进行试验。

再加上卫星本体，搞什么仪器等。例如热控：卫星在空中运行时，向阳面温度高

达摄氏１００度以上，背阴面低至摄氏零下１００度以下，而仪器设备必须保持

在摄氏零下５度至零上４０度范围内才能正常工作。力学所的后起之秀，后来担

任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的闵桂荣等通过大量的测量、试验、计算和理论分

析，采用两个所研制的多种温控涂层，使仪器舱内温度达到总体设计要求。  

 



 

 

  中央专委决定，卫星任务要科学院承担，卫星本体主要由科学院研制。科学

院也组织有关部门配合。研究工作中需要搞许多非标准设备。比如，地面模拟真

空实验设备，要有关部门帮助做出来，我们在地面上才能试验，而且要在真空条

件下试验。我们科学院在北京还建立了科学仪器厂，作为人造卫星的总装厂，而

当时科学院的外汇有限，我们花外汇购买的好设备都放在科研仪厂，这个厂能做

好多好东西。  

 

  由于三年经济困难，两位中央常委、副总理陈云、邓小平分别对我说：“卫

星还要搞，但是要推后一点，因为国家经济困难。”１９５９年１月２１日，我

在院党组会上传达了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的指示：“卫星明年不放，与国力

不相称。”  

 

  随后，院党组召开会议，调整空间技术计划，提出“大腿变小腿，卫星变探

空”的工作方针，决定调整机构、停止研制大型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把工作重

点转向研制探空火箭上来。这次调整不是任务下马，而是着重打基础，先从研制

探空火箭开路，开展高空探测活动；同时开展人造卫星有关单项技术研究，以及

测量、试验设备的研制，为发展中国航天器技术和地面测控技术做准备。  

 

  院党组提出的具体方针是“以探空火箭练兵，高空物理探测打基础，不断探

索卫星发展方向，筹建空间环境模拟试验室。”实际工作首先集中力量研制Ｔ—

７型气象火箭，同时，与五院合作研制和平１号探空火箭。１９５９年５月４日，

钱学森主持了和平１号火箭协作分工会议，就遥测系统、箭上仪器、结构设计、

弹道测量、与靶场挂钩问题作了具体安排。参加会议的有五院刘秉彦、梁守槃等，

科学院有谷羽、赵九章等。  

 

集中力量研制探空火箭，为卫星开路  

 

  １９６１年４月前苏联载人飞船进入太空，引起我国科技界和国防部门的极

大关注。中国科学院组织了星际航行座谈会，由裴丽生副院长主持，每一次由一



 

 

个专家主讲一个专题。６月３日的第一次座谈会由钱学森作题为《今天苏联及美

国星际航行中的火箭动力及其展望》的中心发言；第二次由赵九章讲《卫星的科

学探测和气象火箭测量》。每次中心发言后，他们都请科学家各抒己见，畅所欲

言。人们得出一个共识，搞卫星，实际与导弹是互为表里，互为作用的，发射卫

星与发射导弹所需要的火箭加速是一回事。大家还就发射卫星是用二级还是三级

火箭进行过不同意见的热烈讨论。后来相继报告和讨论了卫星的通信和测控、卫

星本体温度控制等各种科技问题。座谈会延续３年，共举办１２次，提出了许多

有益的设想和建议，这不仅活跃了学术思想，而且为后来的卫星上马提供了知识

储备。  

 

  Ｔ—７型气象火箭是一种探测６０—８０公里以下的大气温度、气压、风向、

风速空间探测系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包括运载火箭，飞行器、能源、天线，

探测仪器，环境模拟试验，地面发射，遥测、跟踪测轨，时间统一和数据记录处

理等各个分系统。  

 

  运载火箭在上海机电设计院杨南生、王希季主持下完成。试验飞行高度达

９．８公里。１９６０年５月２８日，毛主席、杨尚昆等到上海新技术展览会尖

端技术展览室参观了Ｔ—７Ｍ火箭。当汇报这是没有苏联专家，没有资料，依靠

自己的专家设计研制而成时，毛主席连声称好，并询问火箭可飞多高，回答能飞

８公里，毛主席说：“８公里那也了不起！”“应该是８公里、２０公里、２０

０公里，搞上去！”  

 

  １９６０年３月，为研制火箭，科学院建立了代号为６０３的火箭发射试验

基地。在那里成功进行了探空火箭和固体助推器串联起来的无控制火箭试验，第

一枚火箭总长１０米，直径０．４５米，起飞重量１１３８公斤，可携带探测仪

器２５公斤，设计最大飞行高度６０公里，１９６０年９月１３日首次发射成功。

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改进提高，最大飞行高度１１５公里，箭头、箭体分离后分别

用降落伞回收，不但满足了气象探测，也为高空生物和地球物理探测创造了条

件。  



 

 

 

  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５年在６０３基地，仅Ｔ—７型火箭就进行了９批次２

４发高空科学探测试验。其中成功的多，也经历过失败。一次我和钱学森在现场，

就亲眼看到了失败的一幕，当时的心情非常沉重。但是经过试验我们不但获得了

高空大气的风向风速资料，也开展了高空生物学和高空医学研究。箭上遥控和摄

影系统正常，生物舱安全地回收，为我国宇宙生物学研究和生物保障工程设计开

了先河。国防部五院为此致函中国科学院，祝贺生物火箭试验成功！ 

 

  中国科学院围绕气象、物理、生物等高空火箭探测的攻关目标，组织全院数、

理、化、天、地、生、技术科学等多学科通力合作，科研、设计、工艺、制造、

试验等多兵种联合作战，这在我国科学技术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在院党组的统

一领导下，经过七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在三年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吃

不饱饭，营养不良，许多科技人员和工人身体浮肿，而他们忘我工作，出色地实

现了集中力量研制探空火箭，为卫星上天做了充分的准备。同时，培养锻炼了一

支我国自己的航天科学技术骨干，积累了从总体设计、组织计划、实验条件建设、

分系统协调、质量分析、调度指挥等人造卫星科技工程的宝贵经验。与此同时，

科学院新技术局按照院党组的要求，组织有关研究所为人造卫星开展了一系列准

备和预研工作。实践证明这次调整是完全必要的。  

 

我国人造地球卫星，正式列入国家任务  

 

  １９６２年，中央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以前是管“两弹”

的。周总理当主任，罗瑞卿当秘书长。后来让我参加中央专委的工作，负责卫星

的研制，把人造卫星搞成。第一个人造卫星方案是科学院提出来的，是我向专委

汇报后，专委通过的。第一个卫星是科学试验卫星，卫星在天上能够播放《东方

红》乐曲。以后又制定新的卫星计划，搞通信卫星、气象卫星等。后来，我国第

一颗人造卫星推迟到１９７０年上天。  

 

    １９６４年，我国经济形势好转和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当年１２月三届人



 

 

大会议期间，赵九章上书周总理，陈述理由，认为抓卫星工作是时候了。１９６

５年１月，周总理批示科学院提出具体方案，因此，就在５８１的基础上，将６

５１定为卫星任务的代号。  

 

  随即，我和裴丽生、竺可桢迅速组织有关人员讨论，在多年卫星基础研究和

火箭探空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党组建议上报。与此同时，钱学森致函聂荣臻副总

理，也建议早日制订卫星计划，列入国家任务。  

 

  聂荣臻请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就发射卫星问题约我和钱学森等有关部门负责

人座谈。根据座谈意见，国防科委４月２９日向中央专委提出１９７０—１９７

１年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报告，建议卫星工程总体及卫星本体由中国科学

院负责，运载火箭由七机部负责，地面观测、跟踪、遥控系统以四机部为主，科

学院配合。５月６日该报告经中央专委１２次会议批准，并指示：以中国科学院

为主，负责发射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和技术抓总，由四机部、七机部及总后勤部

军事医学院等部门协作。从此，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任务正式启动。  

 

  １９６５年，可以说是我国卫星年。为落实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任务，中国

科学院于５月３１日成立了卫星设计院和有关专家负责的卫星本体和地面设备、

生物、轨道等四个工作组，组织有关人员讨论，草拟初步方案。首先拿出第一颗

卫星的初步方案，归纳成图表，在分别向科学院领导和国防科委领导做了详细汇

报后，由钱骥等直接向周总理汇报。当周总理知道是钱骥给他汇报时，风趣地说，

我们的卫星总设计师也是姓钱啊？我们搞尖端的，原子弹、导弹、卫星，都离不

开“钱”啊。后来钱骥说，周总理的平易近人，一下打消了他紧张情绪，会议室

里顿时活跃起来。  

 

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空前的科学论证  

 

  １９６５年７月１日，《中国科学院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的规划方案

建议》呈报到中央专委。这个建议就发射人造卫星的主要目的，１０年奋斗和发



 

 

展步骤，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可供选择的三个方案，卫星轨道选择和地面观测网

的建立，重要建议和措施等５个问题作了论述。还有三个附件：国外空间活动及

人造卫星发展概况；六种主要人造卫星的本体设计方案；人造卫星轨道设计方案。

８月９、１０日，中央专委第十三次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这个规划方案，确定国

防科委负责组织协调；科学院可先按此规划开展工作。我作为中央专委委员，出

席了这次会议。  

 

  ８月中旬，科学院开会，我传达了中央专委的决定，讨论卫星工作的任务落

实和组织落实。决定成立三个组织：卫星任务领导小组，组长谷羽、副组长杨刚

毅、赵九章；卫星总体设计组，组长赵九章，副组长郭永怀、王大珩；卫星任务

办公室，主任陆绶观。１９６６年１月，宣布成立中国科学院卫星设计院，代号

６５１设计院，公开名称科学仪器设计院，赵九章任院长，杨刚毅任党委书记，

钱骥等为副院长。  

 

  １０月２０日至１１月３０日，中国科学院受国防科委的委托，在北京主持

召开了中国第一颗地球卫星总体方案论证会。参加会议的有国防科委、国防工办、

国家科委、总参、海军、炮兵、一机部、四机部、七机部、通信兵部、邮电部、

发射基地、军事医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有关研究所，与会代表１２０名。  

 

  我委托裴丽生副院长主持这次会议，他的特点是工作非常仔细，事必躬亲，

分管尖端技术项目，能做到每事必问。会期长达４２天。对重大问题进行了反复

的慎重的讨论，确定我国第一颗卫星为科学试验卫星，主要为发展我国对地观测、

通信、广播、气象、预警等各种应用卫星，取得基本经验和设计数据。具体任务

是：（１）测量卫星本体的工程参数；（２）探测空间环境参数；（３）奠定卫星

轨道参数和遥测遥控的物质技术基础。大家一致同意中国第一颗卫星在重量、寿

命、技术等方面，都要比苏、美第一颗卫星先进，并做到“上得去、抓得住、测

得准，报得及时，听得到、看得见”。并慎重初战，努力做到一次成功。总体组

何正华建议：第一颗卫星为一米级，命名为“东方红一号”，并在卫星上播放《东

方红》乐曲，让全世界人民听到，得到与会专家的赞同。这次会议是一次非常成



 

 

功的会议。会议期间，周总理还特请与会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观看了文艺节

目。  

 

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及地面跟踪观测系统建立  

 

  ６５１设计院东方红一号卫星总体组由钱骥副院长领导，全组１１个人：组

长负责全面，并侧重结构，环境条件及运载工具协调；副组长负责电器部分包括

整星电路、电缆布局、连接安装等；成员分别负责卫星跟踪测轨系统、轨道设计、

遥测系统、电源系统、姿态控制、结构系统等。总体组确定东方红一号分系统的

组成是《东方红》乐音装置、短波遥测、跟踪、天线、结构、热控，能源和姿态

测量等。总体组与卫星办公室密切合作，将千头万绪的研制任务分解为一个个具

体课题，制成数百张任务卡片，下达各研究所。  

 

  用自己的手，送我国的卫星上天。这是广大科技人员多年的热切期望，大家

群情激奋，热血沸腾，接到任务的广大科技人员更是兴奋不已。中关村科学城里，

白天你可以看到大家忘我工作的场面，晚上科研和宿舍大楼，灯火通明，生机勃

勃，一派兴旺景象。各分系统密切配合，东方红一号卫星研制进展非常迅速。为

确保卫星的质量，总体组于１９６７年１月提出东方红一号研制工作分为：模样、

初样、试样和正样四个阶段。各分系统首先制作实验线路，装出性能样机，证明

技术上可行，生产上可能，由总体组指派验收组进行验收通过后出模样星。通过

解决模样星总装试验出现的矛盾，确定协调参数，在此基础上拟订各分系统的初

样研制任务书。用初样产品总装出考核卫星结构设计，热控制设计等的结构星、

温控星等。通过试验，改进，再试验，再改进，直至达到设计要求。然后协调确

定研制试样星以及正样星的技术规范。  

 

  科研活动是很辛苦的，不但科研人员在做，科研管理人员在全力以赴为一线

服务的同时，也积极想办法。自动化所党委书记吕强同志谈过这样一个事情：他

们所一次在室外做一个部件试验，时值隆冬，寒风凛冽，同志们进行操作，１次，

２次，３次……１小时过去了，２小时过去了，３小时过去了……丝毫没有成功



 

 

的迹象。他建议：“同志们吃夜宵后再说。”可是大家纹丝不动。他十分着急，

顾不得一切，壮着胆为试验“出点子”说：“把那个小帽子反过来试试看。”竟

然试验获得成功了。在场的同志们鼓掌呀，跳跃呀，好一场盛况！当然，他并不

明白成功的道理，可这却是科学院群策群力攻关的一个缩影。  

 

  发射卫星最重要的是地面跟踪测轨问题。赵九章所长说过，试想一颗几米尺

度的卫星送上轨道后，就像几公里之外的一只苍蝇，如果不能紧紧抓住，如何去

找它？因此，发射卫星，首先要把卫星运行规律、轨道计算、测量、预报以及跟

踪站的布设等搞得一清二楚。科学院理当把此任务承担起来，先走一步。他请数

学所关肇直所长立即组织人员落实此事。１９６６年１—３月，在６５１设计院

组织有关专家对短弧段跟踪定轨进行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研究的基础上，肯定多

站多普勒独立测轨的方案，使我国中低轨道卫星的跟踪测轨系统形成中国自己的

特色。３月２２—３０日，在北纬饭店召开地面观测系统方案论证会，审定了各

分系统的方案。不久，在４月召开的两次轨道选择会议上，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

与会者一致作出了将轨道倾角从４０度左右增大到７０度左右的结论，不仅根本

改善了卫星轨道的总体性能，而且可节省地面站建设的大量投资。  

 

  正当中国科学院与国防部五院、四机部和全国许多部门、单位密切合作，在

我们研制卫星，不断有进展，地面设施一个一个地建立起来，特别是三年困难过

后，自动化所、电子所，搞卫星控制，能连续通信；正当科学院的卫星研制基本

完成的时候，发生了“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７年１月之后，科学院卫星研制科

研队伍、试验基地、科研设施、工厂，以及研制任务一起交给了国防部门。１９

６８年成立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继续完成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工

作。  

 

  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飞上了天。许多参加卫星

研制任务的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我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

无比振奋，从心眼里感到欣慰和高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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